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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的愛心 
啟 2:1-7 

 

講章大綱 
 

主沒有忘記祂的教會,就像丈夫沒有忘記親愛的妻子一樣.(耶 2:1-2)  

 

一、教會曾有的見證 (啟 2:1-4) 

 

1. 主手拿七星: 主全然掌管教會的使者,要教會明白屬靈的真實光景. 

2. 主在七個金燈臺中間行走,不斷地鑑查,關心,修剪,並看顧祂的教會. 

3. 主稱讚好行為,勞碌,忍耐,不能容忍惡人,分辨真假使徒,事奉不乏倦. 

 

二、恢復起初的愛心 (啟 2:4-6) 

 

1. 一項責備: 就是以弗所的教會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啟 2:4)  

2. 三個勸告: 回想是從那裏墜落的,回轉到起初,否則燈臺從原處挪去.  

3. 可取的事: 恨惡尼哥拉一黨的人,反對生活放蕩,信仰混亂的人. 

 

三、主對得勝者的應許 (啟 1:7) 

 

1. 聖靈向眾教會說的,主的羊必聽主的聲音. 

2. 得勝者的呼召:得勝者是信耶穌是神兒子的人. 

3. 主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吃.因十字架上主捨命而得勝.  

 

聖經經文 
 

  2:1 你要寫信給以弗所教會的使者、說、那右手拿著七星、在七個金燈臺中間行走的、說、  

 
 
2:2 我知道你的行為、勞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惡人、你也曾試驗那自稱為使徒卻不是

使徒的、看出他們是假的來。  

  2:3 你也能忍耐、曾為我的名勞苦、並不乏倦。  

  2:4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  

 
 
2:5 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那裏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

那裏、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  

  2:6 然而你還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惡尼哥拉一黨人的行為、這也是我所恨惡的。  

 
 
2:7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

給他吃。  

 

信息內容 
 

    主沒有忘記祂的教會，就像丈夫沒有忘記親愛的妻子一樣。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說、耶和華如此說、你幼年的恩愛、婚

姻的愛情、你怎樣在曠野、在未曾耕種之地跟隨我、我都記得。」(耶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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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話說、人若休妻、妻離他而去、作了別人的妻、前夫豈能再收回他來．若收回他來、那地

豈不是大大玷污了麼．但你和許多親愛的行邪淫、還可以歸向我．這是耶和華說的。」(耶 3:1)  

 

「耶和華對我說、你再去愛一個淫婦、就是他情人所愛的、好像以色列人、雖然偏向別神、喜

愛葡萄餅、耶和華還是愛他們。」(何 3:1)  

 

    約翰曾住在以弗所，以弗所是亞洲之光，全亞細亞的都會，商業發達，宗教興旺，古時七大

奇觀之一的亞底米神廟坐落此城。(長 425呎，寬 220呎，高 60呎) 

 

    以弗所是一所非常特殊的教會。亞居拉，百基拉(徒 18:18),亞波羅 (徒 18:24)保羅三年之久流

淚勸戒他們(徒 20:31)，提摩太牧養(提前 1:3,4:14,提後 1:6)，推基古(弗 6:21,提後 4:12)。當這封

主給祂心愛教會的信收到約翰的手中，何等寶貴，何等振奮，何等迫不及待。教會傳說約翰將

耶穌的母親也接來此城養她的老。 

 

一、教會曾有的見證 (啟 2:1-4) 

 

1. 手拿七星 

 

「你要寫信給以弗所教會的使者、說、那右手拿著七星、在七個金燈臺中間行走的、說、」

(啟 2:1)  

 

(1) 全然掌管: 

 

  「拿著」Kraton 不是一般的所有格(gen)，拿著一部份，乃是受格(dat)，全然握住的意思。

「論到你所看見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個金燈臺的奧祕．那七星就是七個教會的使者．七燈

臺就是七個教會。」(啟 1:20) 論到你所看見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個金燈臺的奧祕．那七星

就是七個教會的使者． 

 

(2) 全然負責 

 

  七星是七個教會的使者。「使者」(angelos) 是單數的，解經家對七星的翻譯沒有一致的意

見，有少部份認為是守護的天使，大多認定是當時的監督，主教，或負責人。神對天使說話都

是直接說的，不用透過約翰以文字表達的。七星是神的使者，教會屬靈方面帶領的領袖，是要

為整個教會靈性負責的人。他們的善行，耶穌基督要鼓勵。他們的缺失，主耶穌基督要督促他

們悔改，歸向神。 

 

2. 在七個金燈臺中間行走的 

 

「行走」是現在式，表示主在全地走來走去，不斷地鑑查、關心、修剪、看顧祂的教會。 

 

七燈臺就是七個教會。 

 

3. 曾有美好的見證 

 

  「我知道你的行為、勞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惡人、」(啟 2:2) 

 

(1) 好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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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乃是工作之意。你是否真心為主工作。 

 

(2) 勞碌 

 

  殷勤勞苦地去作工。保羅受勞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飢又渴，多次不得食，(林後

11:27-28) 

 

(3) 忍耐 

 

「聖徒的忍耐就在此．他們是守神誡命、和耶穌真道的。」(啟 14:12)  

  能不能忍耐就是看是否發怨言。 

 

(4) 不容忍惡人  

  

     陳終道牧師說: 「教會應當歡迎罪人歸向神，卻不能讓聖工落在罪人的手中，容讓惡人當

權。所以我們必須分別是非，不容忍惡人專橫，卻要愛罪人。」  

 

(5) 分辨真假使徒 

 

「你也曾試驗那自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看出他們是假的來。」(啟 2:2)  

 

  保羅臨別的警告，必有假使徒出現，不愛羊群。要能分辨真假。 

 

「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不愛惜羊群。就是你們中間、也必有人

起來、說悖謬的話、要引誘門徒跟從他們。 

」(徒 20:29-30)  

 

    關乎末世，耶穌說:「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且有好些假先知

起來、迷惑多人。」(太 24:11)  

 

 (6) 事奉不乏倦 

 

「你也能忍耐、曾為我的名勞苦、並不乏倦。」(啟 2:3)  

 

二、恢復起初的愛心 (啟 2:4-6) 

 

「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那裏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

裏、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啟 2:5)  

 

「然而你還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惡尼哥拉一黨人的行為、這也是我所恨惡的。」(啟 2:6)  

 

1. 一項責備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啟 2:4)  

 

3. 三個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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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那裏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

裏、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啟 2:5)  

 

(1) 回想 

 

「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那裏墜落的。」(啟 2:5)  

 失去起初單純，真實的愛的原因是甚麼? 每一個人都不同。在主再來前，有許多人因不法的事

增多，愛心才漸漸冷淡了。(太 24:12) 對你來說，那些事是不法的事呢?  

 

(2) 回轉 

 

     悔改，回到起初。就像浪子回頭一樣。小兒子是浪子。 (路 14:12-24) 主在等我們回頭。大

兒子也是浪子，他的心離父親的心太遠了。(太 24:25-32)  

 

(3) 否則有刑罰 

 

「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裏、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啟 2:4)  

 

  金燈台失去了發光的功能就要被移去了。「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

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

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 5:13-16) 

   

 4. 恨惡尼哥拉一黨的人 

 

「然而你還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惡尼哥拉一黨人的行為、這也是我所恨惡的。」(啟 2:6)  

 

  「尼哥拉」是「管轄人民」之意。有些人解經說教會的領袖是尼哥拉黨。教皇那時還不存

在。服事教會的領袖都是有忠心，蒙神揀選的人，像保羅、亞波羅、提摩太、推基古、約翰等

人。他們不但不是尼哥拉黨，他們是捍衛真理，反對尼哥拉黨的教會領袖們。 

 

    尼哥拉黨人的生活放蕩，是信仰混亂的人，與巴蘭同意。信徒是容易被世俗影響呢? 還是被

神的話影響呢? 不對付肉體，不儆醒禱告的基督徒容易入了迷惑。肉體軟弱，成為被撒但吞吃

的對象。能不能脫離世俗就成為決定教會衰敗或興亡的關鍵。 

 

三、主對得勝者的應許 (啟 1:7)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

他吃。」(啟 2:1)  

 

1. 聖靈向眾教會說的 

 

    這些信息是聖靈向眾教會說的，不是只給某一間教會的。約翰認識這靈是基督自己的靈，這

靈是主日向約翰發聲音的基督。(啟 1:12)是用手按在因懼怕而仆倒在祂腳前的約翰身上的基

督。(啟 1:17) 耶穌曾對門徒說，「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約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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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也認識耶穌基督的靈，「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禱、和耶穌基督之靈的幫助、終必叫

我得救。」(腓 1:19)  

 

「然而叫耶穌從死裡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心裡、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也必藉著住

在你們心裡的聖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羅 8:11)  

 

2. 得勝者的呼召 

  

(1) 誰是得勝者? 

 

     這裏所說的得勝者是與主所要賜給人的獎賞有關。 

 

「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賞賜。」(林前 3:8)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林

後 5:10) 

 

「你這個人、為甚麼論斷弟兄呢．又為甚麼輕看弟兄呢．因我們都要站在神的臺前。經上寫

著、『主說、我憑著我的永生起誓、萬膝必向我跪拜、萬口必向我承認。』這樣看來、我們各

人必要將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說明。」(羅 14:10-12) 

  

「小子們哪、你們是屬神的、並且勝了他們．因為那在你們裏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約一 4:4)  

 

「勝過世界的是誰呢? 不是那信耶穌是神兒子的麼?」(約一 5:5)  

 

(1) 神樂園與世間的園子不同 

 

「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吃。」(啟 2:7)  

 

     樂園是波斯字，指快樂的花園。猶太教用它描繪義人死後的居所。神的樂園乃是指著生命改

變的人，恢復與神完美的交通。如何能恢復完全無阻的交通呢? 

 

(3) 生命樹 

 

以弗所人熟悉的亞底米廟的保護地只是給逃犯暫時的保護，神所應許的樂園乃是身份上改

變，時間上進入永恆，關係上完全恢復與神的交通。得勝者從主那所得到的是完全的自由，不

再受罪的捆綁。這就是復活的生命，這生命乃是藉著耶穌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將我們的舊人

與主同釘十字架，除去肉體的邪情私慾而完成的。這生命樹的「樹」這個字不是新約常用的

dendron，乃是用 xylon 「木頭」。常指刑具。如犯人所戴木製的枷鎖。 

 

「他被挂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

傷、你們便得了醫治。」(彼前 2:24)  

 

3. 對得勝者的應許 

 

吃生命樹的果子就是有永生。吃分別善惡樹的果子就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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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既盼望這些事、就當殷勤、使自己沒有玷污、無可指摘、安然見主。」

(彼後 3:14)  

 

    得勝者必不離棄起初的愛，有生命的見證: 勞倫司 (Lawrence 258)  

 

勞倫斯執事沒有任何恩賜、神蹟、豐功偉績被記錄下來。在教皇 Sixtus II 於 8/5被羅馬皇帝

Valerian的逼迫下殉道後五天，勞倫斯與四位神職人員被處死。勞倫斯安葬的地點上後來建了

一間教堂是羅馬最有名的七間教堂之一。後來有許多人來此記念這一位為主而死的神的又良善

又忠心的僕人。他平日的工作就是將日用的需要供應給窮苦的人家。 

 

當他知道教皇已經殉道，他自己被捕的日子也近了時，他召聚了無倚無靠的孤兒、寡婦，將

他所有的錢財和變賣教會的器皿所得的錢都分給了這些窮人。當羅馬官員逼他將教會使用的金

銀器皿交出來時，他告訴他們三天內他將清單和貴重的器皿交還給凱撒，三天後官員們來驗收

教會的財寶時，看見的是一群排在那裏的瞎子、瘸子、殘廢者、大痲瘋、孤兒、寡婦。官員大

怒，立刻宣佈將以最痛苦的刑罰處死勞倫斯。 

 

他們製造了一個相當大的烤肉架，下面堆滿了火熱的碳火，慢慢地將他燒死在烤肉架上。流

傳下來他喜樂地慷慨赴死、從容就義的名言是，” It is well done. Turn it over and eat it.” 「燒得

很熟了，翻過來，可以吃了。」勞倫斯至死忠心，不離棄起初的愛。翻譯於 Saint of the Day -- 

Lives and lessons for saints and feast's of the new Missal. 8/10 (St. Anthony Messenger Press pp 194-

195 May 31, 1990) 

   

     一九九零年我得到威郡宣道會的邀請，擔任教會部分時間的助理牧師。非常感恩的是有幸得

到滕近輝牧師親手的調教，學習如何牧養北美的華人教會。承蒙滕牧師耐心的帶領與造就，長

達一年多的時間。 

 

    那段時日，我每主日和週三的晚上都隨著滕牧師和鄭貽富牧師從紐約宣道會乃役神學院開車

到紐約的威郡華人宣道會參與主日敬拜和禱告會的服事。滕牧師和鄭牧師許多屬靈的分享深深

地印在我的心中。有一次滕牧師分享信息時，提到他的父親是一位忠心愛主的牧師，當他的父

親在講台講道時中風倒地，昏迷了幾天。被主接去的時候，滕近輝牧師在他的身邊，聽見父親

在唱一首詩歌。雖然唱的字句不清楚，但是滕牧師知道是在唱一首喜樂的詩歌，就是: 「在上

有一天堂，是我永遠家鄉。」他父親唱完了，神就接愛祂的僕人回天家去了。真是何等有福! 

他跑完了一世的路程，全心愛主，能夠良心無虧地迎見他一生所事奉的主。 

 

        這個見證在很大的程度上，激勵了我，立志要成為一位不將起初的愛心離棄了的奴僕，願意

靠主的恩典，堅持一生全心愛主，謙卑地與主同行，耐心牧養主的羊。求主祝福大家，讓我們

一同靠著主的恩典，順服聖靈的帶領，成為基督的精兵、神國度的得勝者，完成主的託付，至

死忠心。願主祝福大家! 我們一同低頭，同心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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